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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费心理与化妆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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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品包装设计的最终目的是面对消费者，女性作为化妆品市场的主要消费者，研究女性消费者

心理无疑对化妆品的包装设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商品包装设计中设计师除了解决设计中的基本元素

外，也应更多掌握心理策略的应用，才能使得商品包装设计发挥其最大的设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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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消费心理已成为设

计中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消费心理及行为对商品包

装设计的影响很大。人们购物不再只是满足生活上

的需要，同时也要满足心理上的需要，商品的包装

体现了这个产品的文化品位，可以满足消费者不断

变化的心理需要。女人的爱美心理是与生具备的，

女性购买化妆品。大多是出于心理的、精神的需要，

而非物质的，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消费者对化妆品的

需求也不同。针对这种特别的心理嗜好，在为化妆

品包装设计前要仔细研究女性心理，采用适当策

略，把最美好的希望销售出去，将希望与女性爱美

的心理紧密相连，使包装的色彩、款式能诱发女性

的情感，以便随时把握住女性消费市场的新契机乃

至整个消费市场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一、化妆品包装设计对女性消费者心理的作用

1．女性消费心理

目标顾客营销是指针对特定消费者，研究其消

费心理，采用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这里主要分析年

轻女性的消费心理。从营销角度分析，女人有两张

脸，一面是现实，一面是梦想。通过化装可以装扮自

己，使自己更加靓丽、健康，增强自信，得到他人艳

羡。还有一些女性虚荣心重，以消费名牌高档化妆

品来彰显自己的财力与品位，喜欢向别人炫耀，或

满足一时的好奇需求。

女性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消费习惯和喜

好。拥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化妆品，对美的无尽追

求使她们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另外，女性天生好幻

想，神经非常敏感，一般自我意识比较重，常常以个

人喜欢，或者参照一定标准后，实施购买行为。她们

在选购化妆品时，爱凭主观感觉，以所见、所闻、所

触摸为参照，然后决定购买行为，这种特别的心理

特点，在销售中决不能忽视。例如销售情感型商品，

则要得到女性情感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认同，化妆

品的使用价值是美容，从情感方面还要满足女性爱

美、希望青春常在的心理需求。

2．满足温饱后的精神需要

对待消费者一般心理过程的运用。任何设计的

目标都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人们不再只满足温饱的生活。消费者的购

买动机已不再仅仅为了追逐更多的物质产品及对

产品本身的占有。而是为了通过购买行为来提升或

表示该品购买者的身份、地位、生活情趣、价值观及

自身素质等特点和品质。将感性的包装赋予人性

化、个性化，在化妆品的包装设计中充分体现高贵

感、艺术感、时代感等。推出令女性消费者感到“正

和我意”的情感化商品。就定能轻而易举的赢得顾

客，赢得市场。化妆品的包装也越来越迎合个性化

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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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迎合消费心理动态

女性的消费心理与男性不同。因此其购买行为

也各有特点。在间接表现方面，一些化妆品包装往

往不直接采用比喻、联想或象征手法，而以装饰性’

的手法进行表现，这种“装饰性”应注意一定的指向

性。用这种性质来引导消费者的感受。女性消费者

的心理多层次性决定了化妆品包装设计也要从多

角度进行，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女性的

消费观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化妆品的包装’

也必须不断改进．在继承传统与创意中寻求平衡、’

和谐、统一。例如年轻入喜欢追求个性化消费，喜欢

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以这类消费群体为目标的商

品包装设计．在颜色上可以大胆使用鲜艳夺目的纯

色或对比强烈的色彩，在造型上可以突破传统，以

求引领潮流。创造时尚。[11

4．收入与购买心理定位

经济收入低的消费者。往往最注重商品的使用

价值，对商品的要求是价廉物美，这是一种购买动

机支配购买商品的行为，而经济收入丰厚的消费者

往往对商品包装品质更为讲究，这部分的消费者购。

买动机是复杂的，是生理的、物质需要与精神、社会

需要交织在一起，其中精神、社会需要占了主导地

位。这些心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包装设计的引导

和影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因此，作为设计师在

包装设计做到物有所值、档次定位明确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着眼于消费对象心理，这样包装设计才能

走在消费者前面。才能具有超前意识和启迪性的现

代包装设计。

二、化妆品包装设计

如何迎合女性消费者心理

1．女性消费者心理的合理运用

女性的审美观影响着社会消费潮流，从古到

今，女性的审美观就比男性更加敏锐，女性不仅自

己爱美，还注意恋人、丈夫、儿女和居家的形象，商

品的流行大多是随女性审美观的变化而变化。所

以，“女性消费市场是一个潜力极大的广阔市场，女

性消费者有4．8亿之多，占全国入口的48．7％，其中

在消费活动中有较大影响的是中青年妇女，2卜50
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约占2l％，她们在购买活动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1女性消费者往往是选择

包装形象与自己的审美习惯、情趣、理想相一致的

产品。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商品包装设计时应恰到

好处地应用现代女性的心理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使

包装的色彩、款式能诱发女性的情感。只要了解了

女性消费者的购买动机与需求。以及决策的-L。．理活

动过程，就能随时把握住女性消费市场的新契机乃

至整个消费市场的变迁及发展趋势。”13l

2．突出人性化设计

商业设计和艺术设计，由于两者都有各自成熟

的价值体系和表达语境，因此在审美趣味上已经不

可能再将两者进行并置欣赏，或用同一价值标准进

行评判。这是～个感性消费的时代，消费者购买及

使用任何产品时，除了希望能满足物质需求以外，

同时也希望能够满足心理上的某种期待。人性化设

计在多元化设计时期成为较引入注目的焦点，并逐

渐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包装结构上赋予人

性化设计，对提升产品价值与品位，满足女性消费

者的心理需求，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满足女性对设计要求的差异性

商品通常具有一定的年龄销售范围。同样。商

品包装若要作到迎合所有年龄层消费者的口味．一

般是不太可能的。文化水平及经济收入的差异通常

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品包装的欣赏和要求不同。拿经

济收入来说。对于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消费者，除

了对商品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外．通常对商品包装也

有较高的高求，以这类消费者为求销对象的商品，

在包装设计上就应该注重品位和档次。力求包装精

美、优雅，以突出消费者的审美和品位。而对于经济

收入相对不够高的消费者来说。商品包装则通常处

于可有可无的地步，这类消费者往往只关注产品本

身的使用价值及性价比。

4．包装设计心理功能的应用

’一般来说，“商品包装的心理功能包括：识别指

示的功能、唤起兴趣的功能、传递信息的功能、促进

信任的功能、便利增值的功能等”。14]包装的设计必

须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也就是必须有实在

的价值。对于同质量的商品，包装较精美的比起包

装较普通的更能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在产

品上突出厂名、商标。有助于减轻购买者对产品质

量的怀疑心理。

三、化妆品包装设计

应对消费者心理的表达方式及手法

1．跟随时尚

化妆品包装设计要紧跟潮流。设计师要主导潮

流，走在市场的最前面，这样的设计才可以占据市

场。时尚化妆品的包装越来越重视容器的结构设计

和附件设计，使消费者在各种环境下易于握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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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取用、易于定量。包装设计的心理策略是非常逻

辑化的创意思维．它不仅要从视觉上吸引特定的消

费群体．更耍从心理上捕捉消费者的兴奋点与购买

欲，好的形式可以给女性消费者带来购买的欲望。

2．包装设计中图、字、色的“自我说明”

包装同时具有“自我说明”的作用，将原来由销

售员说的话，通过包装上的图形、文字、色彩做自我

说明。[41化妆品上的图形设计是一种直接的形象语

言，能真实地表达产品形象，以逼真的形象语言使

商品具有高度的视觉冲击力。包装设计中有时可以

没有图形。但是不可以没有文字，文字是传达包装

设计必不可少的要素，许多好的包装设计都十分注

意文字设计，甚至完全以文字变化来处理画面。而

设计中的色彩是影响视觉活跃的因素，商品包装使

用的色彩，会使消费者产生联想，诱发各种情感，使

购买心理发生变化。但使用色彩来激发人的情感时

应遵循一定的规律。例如在设计食品包装时．不要

用或少用蓝、绿色，而用橙色、橘红色，这两种颜色

易使人联想到丰收、成熟，从而引起顾客的食欲，促

使购买食品的冲动。而在化妆品和洗洁用具中，消

费者则更对冷色调的商品包装感兴趣。

3．针对需要而设计

商业美术设计中的视觉表现效果。形式上必须

服从于商业需要，所以了解有关市场背景至关重

要。但是不了解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再好的包装

设计都打动不了他们的购买欲望。例如，洗面奶的

包装设计，如果只宣传清洁的作用，而忽视其洗面

奶中所含面部皮肤需要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

对其美自功能的介绍，效果一定不会很好。因为现

代女性消费者对洗面奶的需要不仅是清洁皮肤，而

且还需要利用洗面奶来补充面部皮肤所需的一些

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包装设计应主要体现洗面奶的

成分构成，含多种草本维他命，以及它能深入肌肤

内层提供美白滋养等。

4．设计中的心理

商品包装最直接的目的是激发消费者进行购

买，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同消费心理也有密切关系，

因文化及习惯的不同，也会对消费者购买欲望和购

买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因此要首先了解消费动机。

动机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但是人的需要不一定全

都能转化为推动人去行动的动机。需要往往以愿望

的形式被人体验到。151例如，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皮肤

健康美丽，但是如果没有出现抗皱美容霜之类的化

妆品，这种愿望和需求并不能推动人们产生购买化

妆品的行动。而仅仅以愿望的形式存在心中。只有

当某厂家生产了这种产品，并且通过广告宣传，使

消费者了解到有能够满足自己愿望的产品存在，此

时．消费者才会去商店购买此类化妆品。这是在满

足愿望的动机推动下产生的购买行为。只有这时，

需要才能真正转化为动机。成为人购买行为的动

力。

四、结语

产品的包装是保护功能和艺术美感的融合，是

实用性和潮流性的创新结合。成功的包装促销是生

产者的意念心理、创造者的思维心理和购买者的需

求心理的共鸣。所以，作为一名从事化妆品包装设

计工作的设计师毖须了解市场。研究设计形式因

素。分析女性消费者的各种心理，迎合女性消费者

喜好，满足女性消费者的需求，激发和引导女性消

费者的情感及购买欲望。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

摸索到包装设计与女性消费者心理活动的关系及

变化规律。从而提高包装设计的功效。在激烈的商

战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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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ltimate aim of package designing for products is to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con—

sumers．Female consumers，the mainstream of cosmetic products’market，play all undoubtedly decisive role

in package designing for cosmetic products．Package designers accordingly are expected to combine the ba—

sic elements of designing as well as apply more psychological strategies to package design to better realize

its maximu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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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 吴婕 基于感性消费的化妆品包装设计研究——谈面向“80后”的化妆品包装设计 2009
    在人们的消费过程逐渐偏重感性消费的背景下，80后无疑是这种消费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消费观念要求产品在设计中融入更多的感性表达。而事实

也表明，产品的感性成分越多，其附加值就越大。化妆品正是一种可以凭借包装的感性表达方式带来巨大附加值的商品类别。面对80后这个庞大的消费

群体，如何通过化妆品的包装设计为该群体量身打造符合他们感性消费所需的产品，将可能为化妆品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首先从感性

消费的背景入手，通过对背景影响下的化妆品包装现状进行阐述，进而分析化妆品包装感性表达的一般方法；之后通过研究80后感性消费的影响因素及

该群体感性消费理念的表现形式，对80后感性消费心理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论文最后以80后的感性消费理念和对化妆品的消费需求为依据，分析化妆

品包装设计如何围绕这种现实依据进行有效的感性表达，从而设计出80后所认可和喜爱的化妆品包装。

6.期刊论文 王春鹏.卢纯福.黄薇 化妆品的包装外观设计影响因素之研究 -包装工程2004,25(2)
    从企业拓展市场的角度,剖析了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影响化妆品包装外观设计的主要因素.论述了化妆品的包装设计不仅要符合审美要求,还要注重与市

场紧密相关的影响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化妆品的包装更有市场促销力.

7.期刊论文 王超英.WANG Chao-ying 未来化妆品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6)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商品包装设计.当今世界巨大的发展变化要求化装品包装设计者必须创新设计、张扬个性和魅力;融合文化、沟通民

族与世界;提升品位、彰显内涵和审美,要关怀人性,迎合时代发展及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永保无限的魅力.

8.学位论文 胡凡 化妆品包装设计研究 2007
    人类对于美的追求，与人类产生和发展同时进步。有了人类，化妆也就在有意无意中诞生。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人类开始使用化妆品的同时

，化妆品的包装也随之产生。化妆品与其包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      在人们消费水品提高和消费能力增强的同时，化妆品作为一

种保持人体清洁、保健和美容为目的日用化学制品，其生产和销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种情况的推动下，化妆品包装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化

妆品包装不再仅仅是用来装运脂、粉、液，而是将包装功能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化妆品作为一种兼有时代性、时尚性消费品，不但使用功能与

精神文化的结合，还能用来满足消费者对美的心理需求。综上所述，化妆品需要优质的包装设计，以提升其身价，它的包装也应兼具保护性、功能性和

装饰性。      本文首先从化妆品包装入手，对化妆品及其包装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其次对化妆品包装设计进行分类，并对各类不同化妆品在

其造型和外包装设计上的方法和特点进行了详尽阐述，同时探讨了艺术与文化理念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的重要性，总结了化妆品包装的设计程序。最后

对未来化妆品包装设计的个性化、多元化、品位化和人性化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文章拓展了人们对化妆品包装设计的认识及创新思维，使化妆品的

包装设计为消费者带来由单一性传递商品信息的方式向多向性超越其商品价值的传递方式发展。也就是充分发挥化妆品包装的文化价值、品牌价值的意

义，满足消费者心理、精神、文化上的需要，最终使化妆品包装设计兼具保护性、功能性和装饰性，为消费者带来更高效和愉悦感的视觉享受，这也是

化妆品包装设计研究意义之所在。

9.期刊论文 邬琦姝.WU Qi-shu 化妆品包装设计中的符号应用 -包装工程2008,29(8)
    成功的包装设计离不开对符号元素的应用.首先论述了包装符号的概念,其次论述了在化妆品包装设计中品牌符号的推广和众多图形、色彩、形态符

号的应用,以及文字符号的使用.指出只有应用好这些符号元素,在化妆品包装上凸现个性,才能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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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李燕 新世纪化妆品包装设计新主张 -中国包装工业2001(9)
    引言  新世纪的女性摆脱了枷锁的束缚,跻身于改革的浪潮中,力争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各种职业女性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干,吃苦耐劳与男性并肩

工作,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价值和实力.但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年龄的增长,广大女性终究不能摆脱衰老的袭击,女性们在工作事业的同时,开始注重生活的

品味和内涵.怎样留往青春,使自身的魅力永存,是每个女性所迫切追求的.于是,她们把目光转向了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一时间,多种品牌、多种性能

、多种形式的化妆品蜂涌而上,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而大多数的消费者,往往是通过包装设计的外表去推测其内装产品的质量.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0904037.aspx

下载时间：2010年3月22日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7%87%95%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bzgy20010900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bzgy.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0904037.aspx

